
序號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聯絡方式 備註

1 衛署醫器製字第003886號 111/12/22
千倍康手術用N95

口罩(未滅菌)

Champak Surgical

N95 Respirator

(Non-Sterile)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3561桃園縣大溪鎮齋明街27之1號2

樓

電話：03-380-8818

傳真：03-380-1103

電子郵件：service@champak.com.tw

業務洽詢

業務專線：03-380-

8818

電子郵件：

Sales@champak.com.tw

食藥署查詢-口罩廠商聯絡方式

3M N95 醫用口罩

(未滅菌)
112/07/30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002215

號
2

3M台灣子公司(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楊梅工廠及技術中心

32669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南路800巷66號

電話 : (03) 478-3600

傳真 : (03) 475-0904

大園物流中心

33755 桃園市大園區五權村五青路143號

電話 : (03) 381-1121

傳真 : (03) 381-4450

台灣明尼蘇達光電公司

74146 台南市新市區科學園區環東路一段312號

電話 : (06) 505-5880

傳真 : (06) 505-5919

3M台灣子公司(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11568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98號3樓

電話 : 02-2785-9338(代表號)

傳真 : 02-2785-1612

台中客戶互動中心

40866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06號3樓之1

電話 : (04) 2329-9497

傳真 : (04) 2329-9490

南部客戶互動中心

74146 台南市新市區科學園區環東路一段312號

電話 : (06) 505-5880

傳真 : (06) 505-5919
宇仁醫療器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明尼蘇達礦

業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

3M Nexcare N95

Medical Mask (Non-

Sterile)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3886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3002215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3002215


序號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聯絡方式 備註

食藥署查詢-口罩廠商聯絡方式

3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002458

號
113/05/13

“千倍康”N95 醫用

口罩 (未滅菌)

“Champak”N95

Medical Mask (Non-

Sterile)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3561桃園縣大溪鎮齋明街27之1號2

樓

電話：03-380-8818

傳真：03-380-1103

電子郵件：service@champak.com.tw

業務洽詢

業務專線：03-380-

8818

電子郵件：

Sales@champak.com.tw

4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003677

號
110/08/22

“舜堡”N95醫用面

罩 (未滅菌)

“AERO PRO” N95

Medical Face Mask

(Non-sterile)

舜堡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舜堡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電話：04-8756141

地址：彰化縣田中鎮新工6路90號

5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071號 109/11/10
“衛風”N95醫用口

罩(未滅菌)

“WINRESP” N95

respirator (Non-

Sterile)

衛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衛風

Call : +886-2-6616-2086

 Email : info@winresp.com

 台灣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02號21樓

6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711號 111/03/24
“泉耀”N95醫用口

罩(未滅菌)

“ONID MASK”

N95 medical

respirator (Non-

泉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威欣利實業有限

公司
泉耀台北辦公室:02-254728701

電話:03-3136238

7 衛部醫器製字第006151號 112/05/24

“覓特創意科技”外

科手術D2抑菌平面

N95口罩(未滅菌)

“Meet Tec” Surgical

D2/N95 Face Mask

(Non-sterile)

覓特創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舜堡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覓特創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國聖街233號3樓

06 243 7006

8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050

號
113/02/10

摩戴舒N95醫用口

罩 (未滅菌)

MOTEX N95

Procedure Face

Mask (Non-sterile)

宣德醫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工廠

宣德醫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工廠

宣德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 27277347

台北市 信義區 忠孝東路五段508號19樓之3

9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318

號
108/07/17

“衛風” N95醫用口

罩 (未滅菌)

“WINRESP” N95

respirator (Non-

Sterile)

衛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衛風

Call : +886-2-6616-2086

Email : info@winresp.com

台灣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02號21樓

10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837

號
109/09/09

"科云" 立體型N95

醫用活性碳口罩

(未滅菌)

"BCT" 3D Type

N95 Medical

Activated Carbon

Mask (Non-Sterile)

科云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科云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04)23554588

services@bm-carbon.com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300245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300245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300367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300367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07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71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615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05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05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31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31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83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837


序號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聯絡方式 備註

食藥署查詢-口罩廠商聯絡方式

11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090

號
110/03/11

氣益佳 醫療用N95

口罩 (未滅菌)

AIR+ Medical N95

Mask (Non-sterile)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3561桃園縣大溪鎮齋明街27之1號2

樓

電話：03-380-8818

傳真：03-380-1103

電子郵件：service@champak.com.tw

業務洽詢

業務專線：03-380-

8818

電子郵件：

Sales@champak.com.tw

12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638

號
111/03/17

藍鷹牌 N95立體型

兒童醫用口罩 (未

滅菌)

"Blue Eagle" N95

Children Medical

Face Mask (Non-

同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同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13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639

號
111/03/17

藍鷹牌 N95立體型

活性碳醫用口罩

(未滅菌)

"Blue Eagle" N95

Medical Activated

Carbon Face Mask

(Non-Sterile)

同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同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14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640

號
111/03/17

藍鷹牌 N95 立體型

醫用口罩 (未滅菌)

"Blue Eagle" N95

Medical Face Mask

(Non-Sterile)

同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同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15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765

號
111/06/08

"百市特" 醫療用

N95口罩 (未滅菌)

"Pasture" Medical

N95 Mask (Non-

sterile)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千倍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3561桃園縣大溪鎮齋明街27之1號2

樓

電話：03-380-8818

傳真：03-380-1103

電子郵件：service@champak.com.tw

業務洽詢

業務專線：03-380-

8818

電子郵件：

Sales@champak.com.tw

16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820

號
111/07/03

屈臣氏 N95醫療防

護口罩 (未滅菌)

WATSONS N95

MEDICAL FACE

MASK (Non-sterile)

台灣屈臣氏個人

用品商店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舒潔股份有

限公司

17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827

號
111/07/05

茯瑞斯 立體N95醫

用口罩 (未滅菌)

FNT 3D N95

Medical Respirator

(Non-sterile)

茯瑞斯有限公司
台灣精碳有限公

司永康廠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687號

18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847

號
111/07/21

"覓特創意科技" 醫

用防菌平面N95口

罩 (未滅菌)

"Meet Tec" Medical

N95 face mask

(Non-sterile)

覓特創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舜堡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台南市

永康區國聖街233號3樓

06 243 7006

19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858

號
111/08/01

萊潔 N95醫療防護

口罩 (未滅菌)

LAITEST N95

MEDICAL FACE

MASK (Non-sterile)

萊禮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萊禮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文營業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38巷4

號

電話號碼 02-2502-1879

傳真 02-2505-1872

公司電話：07-722-6666(代表號)

公司傳真：07-722-7666 . 07-711-3880 .

                    07-721-4102 . 07-711-0555 . 07-722-0555

公司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139號

公司官網：http://www.tungsafe.com

                    http://www.tungsafe.com.tw

                    http://www.7224500.com

                    http://www.7226666.com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09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09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63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63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63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63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64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64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765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765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82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82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82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82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84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84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85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6858


序號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聯絡方式 備註

食藥署查詢-口罩廠商聯絡方式

20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7046

號
111/12/05

Hi-Life N95 醫療防

護口罩(未滅菌)

Hi-Life N95

Medical Face Mask

(Non-sterile)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萊禮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1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7229

號
112/04/25

"大謙" N95醫用口

罩 (未滅菌)

"Dacian" N95

Medical Face Mask

(Non-Sterile)

大謙科技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威欣利實業有限

公司

大謙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大甲區

經國路 2438 巷 8 號

T 04.26810387

F 04.26810176

E info@dctpro.com

22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7321

號
112/06/25

AOK Medtech 醫用

N95 口罩(未滅菌)

AOK Medtech

Medical V-FOLD

N95 mask (Non-

sterile)

飛速實業有限公

司

飛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39號2樓之2

電話"02-86982016

傳真:02-86982036

Email:customerservice@aokmedtech.com

23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7324

號
112/06/26

旺科 N95立體醫用

口罩(未滅菌)

Lumi Clean N95

medical mask (Non-

Sterile)

旺科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康匠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康匠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23941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200-5號1樓

信箱 : c-champ@tcmask.com.tw

電話:02-26701148

24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7564

號
112/12/12

台灣精碳N95醫用

口罩(未滅菌)

Formosa Energy-

Carbon N95

Medical Respirator

(Non-sterile)

台灣精碳有限公

司

台灣精碳有限公

司永康廠

電話:06-2435579

傳真:06-2436135

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鹽洲二街151號

信箱:sales@green-living.com.tw

25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419

號
113/10/13

“艾米”拋棄式醫療

防護面罩 (未滅菌)

“AirMed”

Disposable Medical

Protective Visor

Shield (Non-Sterile)

永猷股份有限公

司

永猷股份有限公

司

總公司 /  工廠：新北市鶯歌區湖山路57號

國內業務負責人﹕呂書婷

電 話：886-2-26789377、886-2-26789379

傳 真：886-2-26789357

信 箱： acmemask@acmemask.com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046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046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22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22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32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32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32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32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56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756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41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419


序號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聯絡方式

1 衛署成製字第012728號 112/08/18
"天乾" 潔菌酒精液

75%

JYE-JIUNN ETHANOL

SOLUTION 75% "T.K."

天乾製藥有限公

司

天乾製藥有限公

司

地址/住址/Address: 台南市安南區同安路167巷28號

電話/Tel: 06-256-7588

2 衛署成製字第012755號 112/08/26
"安皮露" 潔露75%酒

精液

"ONPYLU" ETHANOL

SOLUTION 75%

先智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先智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 224新北市瑞芳區頂坪路14號

電話： 02 2497 8076

3 衛署成製字第012783號 112/09/12 "健康" 消毒酒精溶液
Anti-Bacterial Alcohol Solution

"Health"

健康化學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
健康化學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 437台中市大甲區幼四路12號

電話： 04 2681 1733

4 衛署成製字第013214號 113/06/01 "派頓" 潔康酒精75%
SANCTITY ETHANOL

SOLUTION 75% "PATRON"

臺灣派頓化學製

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派頓化學製

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820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0號

電話： 07 621 6126

5 衛署成製字第014632號 111/07/19 “唐鑫”潔用酒精 75%
Je Yon 75% Alcohol "Toun

Shin"
唐鑫有限公司

恆安製藥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唐鑫有限公司

地址： 10491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00號之6

電話： 02 2565 1738

6 衛署成製字第014771號 111/11/13 克司博 75% 酒精液 Kespol 75% Ethanol Solution
國韶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醫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國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813左營區大中二路232號

電話： 07 341 3137

7 衛署成製字第014843號 112/01/08 “復生”祛菌酒精 75%
QUJUN ALCOHOL 75%

“Fusheng”
復生西藥房

生發化學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1.生發化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SENG FA CHEMICAL

BIOTECH CO., LTD.

台中市霧峰區霧工三路11號

TEL: 04-2332-7555

FAX: 04-2332-7577

Email: etoh@sengfa.com.tw

gm@sengfa.com.tw

sf368@sengfa.com.tw

2.復生西藥房

電話  06-2381-049

地址  台南市東區衛國街102號

食藥署查詢-酒精廠商聯絡方式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272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2755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2783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321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4632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477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4843


序號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聯絡方式

食藥署查詢-酒精廠商聯絡方式

8 衛署成製字第016010號 110/08/01 "維太豐"75%酒精液 75% Alcohol "WTF"
維太豐生醫股份

有限公司

恆安製藥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恒安電話:04-23593019

電子信箱:hengan23593019@yahoo.com.tw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101號

傳真:04-23590120

9 衛署成製字第016217號 111/07/05
克菌寧酒精性乾洗手

75%

So Easy Ethanol Handrub

Solution 75%

寶齡富錦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寶齡富錦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平鎮

廠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11503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6F (F棟)

TEL | (02)2655-8218

FAX | (02)2655-8318

10 衛部成製字第016533號 113/05/14 克菌寧酒精液71.25%
So Easy Ethanol Solution

71.25%

寶齡富錦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寶齡富錦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平鎮

廠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11503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6F (F棟)

TEL | (02)2655-8218

FAX | (02)2655-8319

11 衛部成製字第016739號 110/12/12 "生發"清菌酒精75% Cleansing Alcohol 75% "S.F."
生發化學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生發化學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3台中市霧峰區霧工三路11號

電話： 04 2332 7555

12 衛部成製字第016844號 109/09/15 醫強75%酒精液 Estrong Ethanol 75%
醫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醫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地址： 908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27號

電話： 08 762 9933

13 衛部成製字第017109號 113/01/31
"正昌容"潔淨消毒酒精

75%
Cleaning Alcohol 75% "J.C.R."

正昌容生技有限

公司

濟生醫藥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正昌容生技有限公司

公司電話：02-22831518

總公司地址 :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263巷4號1F

分公司地址：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7號28樓

之9

14 衛部成製字第017112號 113/09/12 克菌寧適衛酒精液75%

So Easy Ethanol Solution 75%

(Wise Hygiene for micro-

Organisms)

永好健康事業有

限公司

寶齡富錦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平鎮

廠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11503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6F (F棟)

TEL | (02)2655-8218

FAX | (02)2655-831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601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301621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3016533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301673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301684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301710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3017112


序號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

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聯絡方式

1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7709號 113/05/08
“添崑”醫療用防護面罩

(未滅菌)

“TEN QUIN” Medical Face

Shield (Non-Sterile)
添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NYX MEDICAL INC.

地址： 111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39號

電話： 080 003 9168

2
衛署醫器陸輸壹字第001110

號

109/10/2

6

“麥迪康”醫療防護面罩（

未滅菌）

“MEDICOM”Full Face

Shield(Non-Sterile)

香港商麥迪康亞太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A. R. MEDICOM INC.

(SHANGHAI) CO. LTD

香港商麥迪康亞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一路二段11號

電話：03-9909100

傳真：03-9909600

3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4894號
107/11/0

8

艾瑪斯克 醫用防護面罩

(未滅菌)

A-mask Medical Coverall

Full Face Shield (Non-

Sterile)

銓傑科技有限公司 銓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10491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55號

電話： 02 2507 8298

4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247號
108/05/2

6

“艾米”拋棄式醫療防護面

罩 (未滅菌)

“AirMed” Disposable

Medical Full Face Visor

Shield (Non-sterile)

永猷股份有限公司 永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9新北市鶯歌區湖山路57號

電話： 02 2678 9377

5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416號
108/10/0

8

“銓傑”醫療用防護面罩

(未滅菌)

“CHUAN JIE” Medical Face

Shield (Non-Sterile)
銓傑科技有限公司 銓傑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125巷36號1樓

連絡電話 : 091329987

6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671號
109/05/0

7

"長庚" 醫療用防護面罩

(未滅菌)

"Chang Gung" Medical Full

Face Shield (Non-Sterile)

長庚醫學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長庚醫學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林口廠
地址： 105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4號

電話： 02 8712 2948

7 衛部醫器輸壹字第017898號
111/06/0

1
"歐波" 防護面罩 (未滅菌)

"Op-d-op" Face Shield

(Non-Sterile)

榛冠鈞國際開發有限公

司
OP-D-OP, INC.

地址： 407西屯區福雅路255-9號

電話： 04 2463 6111

8
衛部醫器陸輸壹字第003387

號

112/04/0

9

"康田正" 醫療防護面罩

(未滅菌)

"Cotisen" Medical Full Face

Shield (non-sterile)
誼嘉生技有限公司

Huanghua Promisee

Dental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5樓

電話：: 02-6620868

食藥署查詢-防護面罩廠商聯絡方式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400770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600111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4600111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489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24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416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300567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401789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600338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6003387


項目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申請商 聯絡電話 有無數量 訂購多久會到 訂購聯絡窗口

34 衛部醫器製字第004853號 109/03/17 “北群”紅外線額溫槍 北群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湖鎮工業路12號

04 885 2476
無存貨

台灣製額溫槍$945含稅

預計2月底或3月初出貨，下單

同時需付清款項，建議購買不

要超過50支，寄貨運2-3天

直撥#9總機詢問

17 衛署醫器製字第003423號 110/10/04 百醫能非接觸式額溫槍 台灣百醫能生技有限公司
地址： 10491中山區吉林路150號

電話： 02 2541 2759(空號)
21 衛署醫器製字第003972號 112/01/30 “立鎧”紅外線耳額溫槍 立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因簽約之故，只供應學校

32 衛部醫器製字第004358號 112/01/30 藍色企鵝紅外線耳額溫槍 立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衛部醫器製字第006133號 112/01/30 迷你熊紅外線耳/額溫槍 立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衛署醫器陸輸字第000078

號
109/12/06 百略醫學紅外線額溫槍 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存貨 預計5、6月進貨

02-87971288#354林

小姐(上千支的量)

02-66358858#9(杏豐

經銷商，3月進貨，

從各大連鎖門市購

買，不接受一般消

費者訂購)

29
衛署醫器陸輸字第000445

號
111/05/18 博家紅外線額溫槍 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存貨 同上

53
衛部醫器陸輸字第000692

號
109/07/15 百略醫學紅外線額溫槍 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存貨 同上

54
衛部醫器陸輸字第000697

號
109/09/04 博家紅外線額溫槍 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存貨 同上

48 衛部醫器輸字第031852號 112/11/28 “杏昌”紅外線額溫槍 杏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41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2號

電話： 02 2995 3318
無存貨 預計5、6月進貨

0916823228

洪先生

41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850號 111/08/17 “三樂事”紅外線額溫槍 昌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0號4樓

電話： 02 6637 5678
無存貨 預計5月進貨(4月底打去問並排單)直撥#9總機詢問

44 衛部醫器製字第006568號 113/08/13 “黃色小鴨”紅外線耳額溫槍 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15南港區南港路三段50巷1號

電話： 02 2788 7904(無人接聽)

6 衛署醫器製字第001571號 109/11/11 "長鼎"紅外線耳額溫槍 長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30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195號

電話：03-3794566(無人接聽)

3 衛署醫器製字第001534號 109/10/14 克立測耳額溫槍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存貨，要從門市大樹藥局或維康

藥局下單

工廠預計1-2週內出貨，已有很多排

單了，故無法預知這批貨到以後是

否能足夠供應現在下單者
4 衛署醫器製字第001536號 109/10/17 凱迪耳額溫槍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衛署醫器製字第002218號 109/10/14 福爾耳額溫槍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衛署醫器製字第002390號 109/10/14 福爾舒康耳額溫槍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衛署醫器製字第002442號 109/10/14 福爾耳額溫槍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378號 110/06/28 福爾免接觸額溫槍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561號 110/06/28 克立測額溫槍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 衛部醫器製字第006076號 112/04/12 福爾紅外線額溫槍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藥署查詢-額溫槍廠商聯絡方式

地址： 302新竹縣竹北市新泰路35號

電話： 03 553 4996

地址：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31號

電話： 02 8797 1288

地址： 248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127號

電話： 02 6625 818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4853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3423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3972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435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6133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069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069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6031852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85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656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157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153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1536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221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239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2442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37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56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6076


項目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申請商 聯絡電話 有無數量 訂購多久會到 訂購聯絡窗口

食藥署查詢-額溫槍廠商聯絡方式

49 衛部醫器輸字第032274號 113/02/26 寶貝爾免接觸額溫槍 凱昌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 10491中山區天津街23號

電話： 02 2521 9430(電話不通，直接連傳真)

22 衛署醫器輸字第012929號 109/11/08 "博依" 紅外線額溫槍 博佳康健股份有限公司 無存貨，不確定何時進貨

23 衛署醫器輸字第020664號 114/03/12 “德國博依”紅外線額溫槍 博佳康健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25 衛署醫器輸字第023578號 111/05/17 “德國博依”紅外線耳額溫槍 博佳康健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26 衛署醫器輸字第024467號 112/01/23
“德國博依”非接觸式紅外線

額溫槍
博佳康健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50 衛部醫器輸字第032815號 113/09/09 “日銀”紅外線耳額溫槍 富凡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 103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73巷

24號

電話： 02 2558 6425

無存貨

韓國製HUBDIO額溫槍$3800含

稅(價錢可再商議)

3月底大量進貨，建議先統計數

量下單並預付訂金

0931045645(LINE ID:

osan123)

王先生

52 衛部醫器陸輸字第000609 113/11/17 百靈免接觸額溫槍 集德醫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無存貨，不確定何時進貨

57 衛部醫器陸輸字第001057 113/08/07 百靈免接觸及接觸額溫槍 集德醫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8 衛署醫器製字第003431號 110/10/24 “愛民”紅外線耳額溫槍 愛民衛材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地址： 526彰化縣二林鎮梅芳里中科二林大

道二段68號

電話： 04 868 1868

無存貨，不確定何時進貨

31 衛部醫器製字第004276號 107/09/16 “鈺林” 紅外線額溫槍 鈺林醫葯生技有限公司
地址： 350苗栗縣竹南鎮正義街72號

電話： 03 762 2223(無人接聽)

1 衛署醫器製字第001111號 113/05/10 "豪展" 紅外線額溫槍 豪展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41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78號

電話： 02 8512 1568(無人接聽)

2 衛署醫器製字第001170號 113/09/29 "熱映光電" 紅外線額溫槍 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製額溫槍($1500含稅)無存貨，

耳溫槍有貨($1280含稅)

3月下旬再打去詢問額溫槍，建

議先下單排隊，事先完成全額

付款，再出貨。

直撥#9總機詢問

11 衛署醫器製字第002361號 111/10/23 “熱映光電”紅外線耳額溫槍 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19 衛署醫器製字第003909號 112/01/16 “熱映光電”紅外線耳額溫槍 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35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078號 109/12/02
“熱映光電”非接觸式紅外線

額溫槍
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36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244號 109/12/10
“熱映光電”非接觸式紅外線

迷你額溫槍
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37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279號 110/03/24
“熱映光電”非接觸式紅外線

迷你額溫槍
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40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839號 111/07/13
“熱映光電”非接觸式紅外線

額溫槍
熱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33 衛部醫器製字第004849號 109/03/05
“優盛”非接觸式紅外線額溫

槍
優盛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存貨，不確定何時進貨 直撥#9總機詢問

55
衛部醫器陸輸字第000721

號
109/10/27 優盛非接觸式紅外線額溫槍 優盛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56 衛部醫器陸輸字第000926 112/09/11 優盛非接觸式紅外線額溫槍 優盛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58
衛部醫器陸輸字第001072

號
113/10/01

優盛非接觸式紅外線數位額

溫槍
優盛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地址： 114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89號

電話： 02 2659 7888

地址： 241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241號15樓

電話： 02 8511 3560

302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48號9樓

03 668 2105

電話： (03) 6111666 or 5644185

傳真： (03) 5644170

300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工業東九路3號1樓

Radiant (耳溫額溫槍系列)：

MKT@radiantek.com.tw

ZyTemp (工業用溫度儀系列)：

Market234@ZyTemp.com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603227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601292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602066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602357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602446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6032815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060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1057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343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4276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111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1170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236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500390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078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24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27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583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500484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072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0721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0926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1072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92001072


項目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期 中文品名 申請商 聯絡電話 有無數量 訂購多久會到 訂購聯絡窗口

食藥署查詢-額溫槍廠商聯絡方式

47 衛部醫器輸字第030645號 112/01/04 “德克美”紅外線額溫槍 聯和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24新北市瑞芳區頂坪路34號

電話： 02 2497 4121
沒有賣額溫槍

45 衛部醫器輸字第028364號 110/04/08 “迪克美”顯示型額溫槍 醫技實業有限公司 無存貨

義大利製約二千多元含稅

2月底進貨，建議先統計數量下

單，採貨到通知

謝小姐

46 衛部醫器輸字第029778號 111/06/01 “迪克美”顯示型迷你額溫槍 醫技實業有限公司 同上

407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三路12之5號

電話：(04)2359-3839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6030645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6028364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56029778

